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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发出端午假期疫情防控系列指引

端午假期停运省际客运

地铁全线不延时运行

省际客运班线停运、地铁不延时运行；保障商品供应，提倡居家过节、减少出行聚集……昨日上午，广州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发出端午假期疫情防控系列指引。 市卫健委、市商务局、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和医学专家、教育专家代表介绍广州最新疫情防控、

端午节假期生活必需品供应、交通引导以及考后学生安排等相关情况。市气象局、天河区、增城区相关负责人通过视频连线介绍疫

情防控情况和端午节相关指引。

本版撰文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洁莹 张姝泓 信息时报记者 吴瑕 李丹

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陈斌呼

吁，对于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假期，各行

各业要严格落实防控措施，广大市民仍

要紧绷疫情防控这根弦。 她提出了端午

假期的四大健康注意事项：

一是减少人员流动聚集。 提倡就地

过节，非必要不离穗、不出省。 过节期间

市民尽量选择居家不外出、 不串门、不

聚会。

二是做好个人防护。 戴口罩、 勤洗

手、常清洁、用公筷，食物煮熟煮透，室

内常通风，减少家庭聚餐聚会，保持一

米以上社交距离，咳嗽打喷嚏注意遮挡。

三是做好自我健康监测。 如出现发

热、干咳、 乏力、嗅觉味觉减退、鼻塞、流

涕、咽痛、结膜炎、肌痛和腹泻等症状，

请立即通过穗康码或粤康码上报信息，

前往就近发热门诊就诊，如实向医生告

知近期旅居史。

四是做好各类传染病防护。 夏季是

登革热、手足口病、疱疹性咽峡炎等传

染病高发季节。 要做到常清积水、防蚊

灭蚊、保持家庭环境清洁和消毒等。

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沈颖

在疫情防控发布会上介绍， 端午假

期， 广州地铁全线网不延长服务时

间， 通过加开备用车和采取客流控

制措施， 减少车站和车厢客流密

度； 暂时关停罗冲围客运站、 海珠

客运站等客运站以及停运市内所有

省际长途客运班线。

沈颖介绍， 市交通运输部门将

会同机场、 铁路、 公路等有关部

门， 进一步落实机场、 铁路、 公路

客运站离穗的旅客均须凭“健康

码 ” 绿码和持有 48 小时内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的查验工作， 严禁

红黄码人员进站， 并暂时关停罗冲

围客运站、 海珠客运站等客运站以

及停运市内所有省际长途客运班

线。

目前，广东省已在高速公路、国

省干线公路、 港口码头等主要出省

通道边界，启用 80 多个省际联合检

疫检查站对广佛两市出省车辆和人

员进行查控管理。 对于没有符合时

限要求核酸检测阴性结果的司乘人

员，一律劝返；对发现红色健康码、

发热等疑似病症的人员，就地隔离、

送医诊治。 同时，广州市也在各条高

速公路及服务区加强离穗出省政策

宣传,在全市高速主线的 169 块可变

情报板和各个收费站入口设置提示

标语， 加强对离穗出省司乘人员的

宣传引导。

市交通运输局呼吁市民非必要

不离穗、 非必要不出省， 确需出行

请严格按照防疫要求， 服从防疫工

作安排。

机场、铁路、公路客运站严禁红黄码人员进站

广州市商务局副局长魏敏在疫

情防控发布会上介绍， 端午节假期

广州商品供应充足， 线上线下品类

丰富。 在各区禁止或限制堂食的情

况下， 支持餐饮企业推出多款端午

外卖套餐， 将美味佳肴送到街坊家

中。 目前在封闭、封控区内的生活必

需品供应点从最初的十几个增加至

127 个。

魏敏介绍， 目前部分外卖智能

取餐柜已在市内核心写字楼、 居民

小区和社区中心落地试运营。 同时，

广州为外卖骑手设置新冠疫苗接种

和核酸检验专场，目前美团、饿了么

两平台骑手的疫苗接种率将近七

成， 保障安心外卖让市民“食得放

心”。

另外， 目前八大类主副食品市

场供应充足， 总体价格稳定。 广州

市主要超市卖场、 生鲜电商等零售

企业加大了应节商品的备货， 粽

子、 水果等商品品种丰富， 并将推

出一系列促销优惠。 端午期间， 全

市各大超市和线上零售平台已提前

备足货源， 加大应节商品保障。

广州尤其不断完善封闭、 封控

区内的保供模式， 尽可能在小区的

内部设置供应点，方便居民选购。 目

前在封闭、 封控区内的供应点已增

至 127 个。 从 6 月 10 日起，广州在

封闭、 封控区内新增了 5 个公交移

动的超市售卖点， 增设 9 个无人智

能售卖柜，在重点保障粮油米面、肉

禽蛋奶这八大类的主副食品的基础

上，逐步增加水果、腊味、饼干、罐

头、 调味品等 30 余个品种的食品，

以及增加粽子等端午节应季食品的

供应。

市商务局提醒市民， 积极配合

有关禁止、 限制餐饮堂食的管控措

施，少聚集、不聚餐，采用到店自取、

外卖订餐的方式进行餐饮消费。

全市商品供应充足 安心外卖让市民“食得放心”

区街连线

昨日发布会上， 天河区委常委、

常务副区长龚伟河通报天河区疫情

防控情况和端午节相关安排。 据介

绍， 天河启动了 4 家集中隔离酒店，

对目前涉及本市疫情关联的密切接

触者 138 人、 次密接触者 767 人，均

已全部落实集中酒店隔离；同时目前

天河正逐步恢复全区 55 个接种点，

推进新冠疫苗第二剂接种工作。

龚伟河介绍，广州市通告涉及的

2 个封闭管理场所和 6 个重点场所，

天河均已落实严格的终末消毒措施，

相关人员和环境样本采样检测结果

均为阴性； 辖内 185 家密闭娱乐场

所、1 家室内景区全部暂停营业。采取

扫专属“通行健康码”进场、就餐人员

限流等措施， 降低餐饮场所疫情风

险。

为减少人员流动聚集，目前辖内

东站汽车客运站已暂停运营，火车东

站旅客发送量同比减少 54.6%， 天河

客运站同比减少 90%。 接下来，将加

强交通站场离穗人员管控；暂缓举办

各级各类大型活动， 取消龙舟赛、龙

舟宴等活动。

增城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林怡辉

介绍，截至目前，增城区暂无本地阳

性病例，截至6月11日8时，增城区累

计排查外市、外区阳性病例密切接触

者21人，次密接710人，累计排查重点

人员30106人，均按要求进行处置。

疫苗接种方面， 截至 6 月 10 日

22 时， 全区累计接种 109.2 万人，累

计接种 144.59 万剂次，

（

18~59

岁）

第

一针接种任务完成率 100%， 第二针

接种率 32.7%。“我们将持续查漏补

缺，实现第一针应接尽接。 目前重点

推进全区第二剂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优先保障重点行业及其他劳动密集

型企业人员集体接种。 ”

为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增城今年

端午假期暂停全区各类大型活动，提

供云看展、云旅游、云赏剧等线上文

旅产品。 目前买农货“乡趣增城”微信

小程序已上线， 市民可登录购买增城

荔枝。

18~59 岁人

群第一针疫苗接

种率达 100%

卫健委提醒：

四大指引助你健康过节

市气象台副台长周芯玉介绍，今年

端午期间是防范气象灾害风险的紧要

期，既有端阳高照，午后又时有降雨，降

雨日趋明显， 并可能受热带气旋影响，

需留意防范大风。 12~13 日广州市区日

间最高气温可达 32～33℃，14 日

（端午

节当天）

降水趋于明显。

市气象局提醒市民，在家要注意保

持室内环境通风、干燥；户外疫情防控

人员请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水。 此外，

天气闷热使得食物易滋生细菌，市民在

品尝美食和佳果时要注意饮食安全。 假

期雷雨多发，市民外出可备伞，兼具防

晒与防雨功能。

假期注意防暑降温

假期天气：

涉疫场所核

酸采样检测结果

均为阴性

天

河

增

城

在昨日的广州市疫情防控新闻发

布会上，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广州中

学名誉校长、 华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

兼附中校长吴颖民为考生们提出建

议。

吴颖民说， 今年的高考对于广东

的考生来说确实是一个重大考验。 新

的高考模式叠加疫情因素、 天气变化，

对于一个18岁左右的孩子来说， 是对

知识、 素养、 意志、 身心的全面考验。

经历了一年的日夜兼程高强度备考，

孩子们希望放松一下， 释放一下， 犒

劳自己， 是很正常的， 大人必须理解。

但如何选择恰当的释放方式来休整则

值得思考。

享受一下自己喜爱的体育运动，看

看电影， 玩玩游戏， 这些都是健康的。

聚会、 旅游这些也是很多同学想安排

的，现阶段恐怕就不合适了。 只能是在

遵守防控要求的前提下做一些调整。

吴颖民送给考生们两句话： “高

考结束需要放松， 不可放纵。” “青春

年华， 任何时候都有价值， 值得珍

惜。”

吴颖民寄语“后高考”学子：

珍惜青春年华 可放松不可放纵


